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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對沖基金經理及前藥廠行政總裁

什克列利於2015年，在一夜間將抗愛滋藥

物「Daraprim 」價格，從13.5美元(約105

港元)一粒，大幅抬高55倍至750美元(約

5,865港元)，使他臭名遠播，更被冠上「美

國最乞人憎的人」惡名。什克列利前日因

另一宗案件被判欺詐罪成，面臨入獄20

年，然而由於案中沒有投資者蒙受損失，

其辯護律師認為他有機會避過入獄。什克

列利獲准繼續保釋候判，他在社交媒體播

放片段，意氣風發地稱滿意裁決，還一邊

喝啤酒一邊說：「裁決不會影響我的生

活，我仍是其中一個最富有的紐約人」。

「最犯眾憎美國人」欺詐罪成
曾哄抬愛滋藥價 瞞基金虧蝕 或囚20年

普京騷肌潛水捉魚
俄羅斯

塔斯社昨
日報道，
總統普京
本月初到
西伯利亞
度假，在
兩天假期
裡，他與
國防部長

紹伊古一起遠足、釣魚和潛水，報道刊出普京赤膊曬太
陽、展露一身肌肉的照片，展示其硬漢形象。
照片顯示普京在森林露營，更穿上潛水衣跳入湖中捉

魚。總統發言人佩斯科夫前日表示，普京「花了兩小
時，終於捉到一條梭子魚」。普京此行亦抽空出席投資
會議。 ■《時代》周刊/今日俄羅斯

加東大斷網阻航班 電話信用卡「罷工」
加拿大一個主要

光纖網絡的電纜前日早上
疑遭意外切斷，導致東岸廣泛地

區的通訊訊號中斷，Bell與Telus等電
訊商的手機及固網通訊服務暫停，多個
機場的航班延誤。有居民無法使用提款
卡和信用卡，部分銀行分行需暫停營

業，擾攘約4小時後陸續回復正常。
新斯科舍省、愛德華王子島、新不倫

瑞克及紐芬蘭的通訊服務均受影響。
Bell表示，網絡連線、電視、無線及固
網電話服務於早上10時45分停頓，經
搶修網絡設施後，在下午3時恢復運
作。Bell證實是其他公司在兩個不同地

點施工期間切斷光纖電纜，正調查事件
起因，並向用戶致歉。

孕婦趕赴醫院 無法叫車
受事件影響，哈利法克斯的斯坦菲爾

德國際機場約20班航機延誤或取消；加
拿大航空的電腦系統故障，乘客辦理登

機手續受阻，以致櫃枱前大排長龍；西
捷航空的客戶服務中心同樣無法運作。
新斯科舍省部分地區的911緊急求助

熱線中斷，一名居民表示，她的姊妹準
備在兩天內分娩，希望預先安排車輛送
院，但因無法使用手機，令她非常焦急。
■法新社/The Chronicle Herald網站

美國一名婦人研發
名為Ta-Ta Towel 的
「毛巾胸圍」，它有別
於傳統胸圍，外形像繞
頸式比堅尼上衣，罩杯
只覆蓋和吊住胸部，方便穿脫，並使用吸汗的
毛巾質料。Ta-Ta Towel迅即引起不少網民討論，有人批
評它很醜陋，也有意見認為相當適合需哺乳的母親。
發明Ta-Ta Towel的羅伯遜表示，由於住所的冷氣機

故障，她每次洗澡後胸部很快已出汗，曾嘗試用毛巾圍
住胸下，又在胸部抹爽身粉，感覺非常麻煩，Ta-Ta
Towel終於解決了她的問題，「它到夏天就是女性恩
物。」不過羅伯遜坦承，這款胸圍暫時只適用於胸部較
大的女性。 ■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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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神巴菲特的投資旗艦巴郡
前日公佈第二季度業績，錄得
42.6億美元(約332.3億港元)盈
利，低於市場預期，按年下跌
15%，是連續第二季下跌。巴
郡的鐵路業務雖有所改善，但
無法抵消保險業務的承保損失
和投資收入減少。在業績公佈
前，巴郡A股前日收市再創新
高，報27萬美元。
巴郡上季營運利潤下跌

11%，至41.2億美元(約321.4
億港元)，相當於每股A股2,505
美元(約2萬港元)，低於市場預
期的2,791美元(約2.2萬港元)。
由於天然氣價格上升，令煤炭
需求增加，受惠於運煤量增加
1/5，巴郡旗下鐵路業務BNSF
的收入按年升15%。不過，巴
郡的汽車保險公司Geico上季
支付的賠償金增加，加上調低
保費增幅以搶佔市佔率，拖累
Geico利潤下降。此外，巴郡
今年1月與美國國際集團(AIG)
簽署總值102億美元(約800億
港元)的再保險協議，巴郡延至
上季入賬，亦是導致盈利下降
的原因。 ■路透社

檢方指，34歲的什克列利以虛假交
易記錄，隱瞞他所管理兩個對沖

基金的虧蝕，並從他創立的藥廠
Retrophin 盜取總值 1,100 萬美元(約
8,602萬港元)的股票及現金，支付投資
者。什克列利於2015年被捕，檢方指
控他多年來「大話冚大話」，利用類
以「龐氏騙局」的模式欺騙投資者。
12人陪審團退庭商議5日後，在什

克列利8項控罪中，裁定合謀證券欺
詐罪及兩項證券欺詐罪成立，但最嚴
重的串謀電匯欺詐(wire fraud)則不成
立。

批評「獵巫」自視為勝利
什克列利批評相關指控是「獵巫」，稱
當局可能「抓住一兩個把柄」，但仍把裁
決視為自己的勝利。

什克列利的辯護律師布拉夫曼強
調，本案沒有投資者蝕錢，部分人更
在Retrophin上市時獲利，在同類案件
中相當罕見，有信心他不會被判入
獄。部分證人更稱，與什克列利合作
是畢生最正確決定。布拉夫曼把什克
列利塑造成有缺陷的天才，投資者放
心把資金交託給他。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Ta-Ta TowelTa-Ta Towel

■■什克列利什克列利（（中中））保釋候判保釋候判，，
在庭外面露笑容在庭外面露笑容。。 美聯社美聯社

■■毛巾質料毛巾質料

「毛巾胸圍」吸汗
最啱夏天天

指導教師中，還有一位包着頭巾的漂亮
印尼女生。她叫艾麗娜（Alina），在

與記者交談時還很靦腆，可一與中國老師下
起棋來，眼裡就只有專注與剛毅了。
「她是萬隆國際外語學院三年級的大學
生，學習中文才3年時間，學習中國象棋
還沒多久，已經能夠當指導老師了，現在
又開始學習中國書法」，基金會象棋組的
李慧珠老師介紹起她的印尼學生來，帶着
滿滿的成就感。
據李慧珠介紹，象棋組2016年開始在基
金會會所，開辦每周末早上8時至下午4時
的青少年中國象棋班。沒想到，幾名來學

習下棋的印尼學生，文化課的學習成績有
了突飛猛進的進步。萬隆市連旺區達魯爾
伊那亞（DARULINAYAH）回教習經院
的長老哈夷ASEP，親眼看到學生的這個變
化後，要求全習經院360多名學生都要學
習中國象棋。

印尼「老師」授技華人子弟
這位長老介紹稱，前幾年，習經院培養出

了20多名大學生，而今年46名高中畢業生，
有40名考進了印尼各地大學。「因為學習了
中國象棋，學生的自信心增強了，智力也得
到了開發，學起其它課程來，進步很快」。

有趣的是，這些先入門學習中國象棋的
印尼學生，如今成了華人子弟的象棋「老
師」。7月中旬，應雅加達華人子弟學校八
華學校的邀請，渤良安象棋組資深老師蔡
國正帶領8位印尼的象棋老師，一連三天
在該校指導中國象棋，參加學習的有該校
100名老師及40名六年級學生。
「更可喜的是，中國象棋已被一個縣列

為全縣教學內容」，李慧珠欣喜地介紹
說，西爪哇省普瓦加達縣縣長德迪（DE-
DI）聽說達魯爾伊那亞習經院的進步後，
對中國象棋有了強烈的好奇心。
近日，該基金會象棋組負責人蔡國正、

李惠珠、李國丁等專程拜會了德迪，向他
詳細介紹中國象棋。德迪很贊同以中國象
棋來挖掘青少年們的潛在智能，他指示該
縣文教部門，將中國象棋編入教學方案和
課程裡，並盡快派出老師學習中國象棋，
以便在全縣推廣。

昨日是周末，印尼萬隆渤良安福利基金會象棋組的老師們卻早早來到

棋室，給從四里八鄉趕來學習中國象棋的中小學生傳授技藝。來學習下

中國象棋的學生中，大部分是印尼人，這些連中文都不會講的小夥伴，

下起中國象棋來倒是有模有樣。 ■中新社

昨日上午，2017年海南瓊海潭門趕海節在知名漁港
潭門鎮舉行，拜祭龍王、海神娘娘、祭鬥海盜戰風浪
的「108兄弟公」、舞鯉魚燈等傳統祭海儀式，吸引
了數千名遊客以及當地民眾參加。
在祭海儀式上，香爐燭火裊裊升煙，桌上的熟豬、
飯糰、酒水等祭品整齊排列，老船長們依次虔誠地跪
地叩拜上香。

潭門為國家一級漁港
潭門是海南省的漁業大鎮，潭門中心漁港被列入國家
一級漁港，停泊有各類漁船上千艘，漁民人數接近6,000
人，常年在南海從事生產作業的中大型漁船約180艘。
再過11天，隨着南海伏季休漁期的結束，潭門中心

漁港內停泊的漁船將「千帆競發」，駛向遠海作業。
連續舉辦三年的潭門趕海節，已成為瓊海知名的
旅遊品牌，展示了潭門特有南海文化和風土人情，
促進當地旅遊業的發展。為了吸引更多遊客，主辦
方除了舉辦祭海儀式、海上生產技能大賽，還增設

了趕海尋寶、特技風箏秀、漁港之夜文藝晚會等多
項活動，提供別樣的文化體驗。
在海上生產技能大賽上，潭門漁民們拋漁網、串貝

殼、男女混合拔河，以看似簡單的手工技藝和運動展
示他們的辛勤與智慧。 ■中新社

海南漁民趕海「祭公」數千人參與助興 法國博瓦勒野生動物園方面近
日宣佈，首例懷孕的旅法大熊貓
「歡歡」當晚產下雙胞胎，但可
惜其中一隻幼崽因過度虛弱未能
成活。
根據博瓦勒動物園發佈的消息，

4日18時左右，「歡歡」羊水破裂
臨產；至 22時 30分左右，「歡
歡」在十幾分鐘間隔內順利誕下兩
隻幼崽。升級為媽媽的「歡歡」身

體狀況良好。
園方提供的新聞稿稱，「歡歡」
產後開始精心呵護第二隻幼崽，不
僅反覆舔舐，還捧入懷中，但對第
一隻幼崽卻不聞不問。這種情況在
野生狀態下也十分常見。
工作人員迅速將第一隻幼崽送

入育嬰箱中。午夜後，雖經法中
專家聯手全力搶救，這隻熊貓寶
寶終因過度虛弱而不幸夭折。所

幸，第二隻幼崽在母親的悉心照
料下狀況良好。
2012年1月，來自中國四川的雄
性大熊貓「圓仔」和雌性大熊貓
「歡歡」抵達法國，落戶位於法國
中部聖艾尼昂市的博瓦勒野生動物
園，進行為期10年的中法大熊貓繁
育合作計劃。「圓仔」和「歡歡」
是目前僅有的一對旅法大熊貓。

■中新社

旅法熊貓誕孖胎 一隻不幸夭折

被譽為「新四大發明」的
摩拜單車4日正式入駐深圳
博物館，成為首個進駐國
家一級博物館的共享單車
品牌，同時也是深圳博物
館內最年輕的展覽品牌之
一。據了解，兩款最具代

表性的摩拜單車被該館收
藏，將在深圳博物館三樓
的改革開放史展廳進行展
出，其中包括深圳地區編號
為100,000的紀念版單車。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摩拜單車入駐深圳博館

中國象棋進印尼校園中國象棋進印尼校園
學生智力自信均提升學生智力自信均提升

■■萬隆渤良安基金會象棋組資深老師蔡國正帶領萬隆渤良安基金會象棋組資深老師蔡國正帶領88位位
印尼的象棋老師印尼的象棋老師，，指導學生學下中國象棋指導學生學下中國象棋。。 中新社中新社

■印尼西爪哇省普瓦加達縣縣長德迪（左）表
示，將中國象棋編入教學方案和課程裡。圖為
德迪聽李慧珠介紹中國象棋。 中新社

■摩拜單車
入駐深圳博
物館。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若溪攝

■昨日上午，數千遊客、漁民齊聚海南瓊海潭門港，
參加一年一度的潭門趕海節。 中新社


